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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十五日，我應邀參加韓國數學史學會二十五週

“History of Korean Mathematics in Choson Period: An Overv
(Sungkyunkwan) 大學水原 (Suwon) 校區的數學系舉行。

主任李相龜 (Dr. Lee Sang-gu) 教授承擔了學會的主要工作

研究經費邀我前往演講等等，並且積極投入並鼓勵研究生

 筆者此次訪問首爾，行程十分緊湊（只停留了兩個晚

定，真是多方依賴了李相龜教授的熱情邀約，十一月初的

他從首爾打來的電話。李相龜教授勇於任事，帶領該系十

(matrix) 研究，成績斐然－十一月十四日晚上，他在晚餐

高興地告訴我他們剛剛獲得全國大學數學系的評鑑第一名

學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數學系。按成均館大學創立於

太學，悠久醇厚的學風孕育了今日的卓越，再加上三星集

看好。其實，有關三星的贊助款，成均館的運用策略十分

究成果的教授，但是，對於非常努力投入教學的教授，也

究教學兩方面都展向了具體成效，真是令人豔羨。 
 這次訪問，意外地見到金容雲 (Dr. Kim Yong Woon) 
數學文化研究所所長），他看起來十分年輕，不像八十幾歲

原來他是韓國數學史學會的創會會長。我跟他提及他與金

學史》一事，並且在演講中向他表示敬意－我們通訊團隊

主要依賴了他在 1985 年所主編的《韓國科學技術史資料大

得十分開心，並且勉勵我寫一本英文版的韓國數學史論著

授（Dr. Sung Sa Hong, 上一屆會長，任教於西江大學 Sog
 再訪首爾：參加韓國數學史學會二十

五週年研討會 

 敦煌算書的算學特色（下） 

 數學與敘事 (Mathematics and  

Narrative) 中文摘要 

 數學在推理小說中的角色扮演— 

我看《嫌疑犯 X 的獻身》 

 

發行人：洪萬生（台灣師大數學系教授） 
主編：蘇惠玉（西松高中）副主編：林倉億（台南一中） 
助理編輯：李建勳、黃俊瑋（台灣師大數學所研究生） 
編輯小組：蘇意雯（台北市立教育大學）蘇俊鴻（北一女中） 

黃清揚（福和國中）葉吉海（新竹高中） 
陳彥宏（成功高中）陳啟文（中山女高） 
王文珮（青溪國中）黃哲男（台南女中）   
英家銘（台師大數學系）謝佳叡（台師大數學系） 

創刊日：1998 年 10 月 5 日  每月 5 日出刊 
網址：http://math.ntnu.edu.tw/～horng 
 

年研討會，發表主題演講：

iew”。研討會場所選在成均館 
此一因緣之促成，顯然由於該系

及相關任務，譬如他利用自己的

研究數學史。 
上），事先聯繫也在極短時間敲

某天下午，我還曾在辦公室接到

七名專任教授全力衝刺矩陣 
後邀我前往酒館喝啤酒時，十分

，其表現甚至超越了首爾國立大

1398 年，是朝鮮李朝時期創立的

團的長期大手筆贊助，前景十分

簡單，學校當局全力支持衝刺研

表示高度尊重，因此，看起來研

教授（漢陽大學名譽教授，韓國

年紀的學者。後來，我才知道

容局以日文合作撰寫的《韓國數

所以能夠介入韓國數學史研究，

系‧數學篇》（共十本），他顯

。此外，主修拓樸學的洪性士教

an University），十年來協同其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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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也是數學家）開始業餘學習韓國數學史研究，穩健踏實，又有極佳之中文讀、說、寫

能力，是一位不容忽視的學者。 
 我的演講主題是韓國李朝 1600-1900 年間的數學發展概況，主要根據我們通訊團隊的

研究成果，提出一個大致的圖像輪廓。由於韓國同行大都不如我們熟悉那些文本，因此，

非常欽佩我們的貢獻！已經接任下屆會長的教授（忘了他的名字，出身康乃爾大學，主修

數學哲學）笑笑地對我說：Your talk pleases everybody here! 當天，來聽我演講的還有祝平

一教授，以及金永植教授的兩位徒弟：丁元和林宗台。 
 十一月十六日，我在離韓返台之前，抽空由李相龜教授與金良守 (Kim Yang-su，任教

於東國大學，專長台灣文學) 教授陪同，參觀成均館大學城區部（包括了古代成均館舊建

築），我的目的是參訪該校大東文化研究院，以查考韓國古算籍。儘管並未如願（當天是

週日），不過，還是透過李相龜教授的幫忙，購買了崔漢綺的《增補明南樓叢書》，對於我

們充實韓國數學文本，增益良多。 
 總之，筆者這次訪問成均館，還是像去年年底那一次訪問奎章閣一樣，來去匆匆，不

過，對於韓國學術界力爭上游的雄心壯志，始終欽佩不已！此次李相龜主任邀請我的目的

一方面，當然是他投入部份時間在數學史方面已有多年，很希望與亞洲同行（特別是研究

韓國數學史的學者）交流，另一方面，也是藉此一國際交流機制，為韓國數學發聲建立更

多管道。對於 2012 年 ICME-11 之後，顯然他們已經準備籌辦 2014 年的國際數學家大會 
(ICM) 了。 

 
 
 
 
 
 
 
 
 
 
 

圖一：洪萬生發表演講（李相龜教授攝影）       圖二：洪萬生與李相龜合影 
 
 
 
 
 
 
 
圖三：與洪性士伉儷合影（李相龜教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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晧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中編號P. 2667 曾被數學史家李儼稱為：「我國現存寫本算書之最古

者。」1此一美譽被 1983 年出土於江陵張家山 247 號墓的《算數書》所打破，2同時，李儼

稱P. 2667 為《唐代敦煌算書》之首，亦稱《甲種敦煌千佛洞算書》（簡稱《甲種敦煌算書》），

所以，其數學史料的意義與價值可見一斑。3 P. 2667 殘卷共有數學問題 13 題，行數共 62
行。此算經的特色有下列幾點： 
(1) 日常生活問題： 
    日常生活相關問題有第一、十一、十二題，共三題。以殘卷中第一題為例說明，文本

如下： 
今有男十萬八百一十五人：三萬六千七百八十三人，丁男，日食米八升；二萬五千五

百廿八人，老男，日食米七升；一萬八千二百一十四人，中男，日食米六升；一萬四

千一百五十四人，小男，日食米五升；六千一百卅六人，黃男，日食米四升。問前件

五等男，一日，十日，一月，一年之食米，各幾何？4

    此類型的問題屬於《九章算術》第三章〈衰分〉所討論的範疇，以今日數學術與而論

就是比例分配。此外，這個問題也呈現一個男子年紀分類方式，此屬於社會生活史範疇，

該數學問題揭開當時敦煌社會階層的神秘面紗，然丁男、老男、中男、小男、黃男的分類

根據為何？《晉書》卷二十六《食貨志》提供參考數據資料：「男女年十六已上至六十為

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六十一已上至六十五為次丁，十二已下六十六已上為老小。」5又

據《舊唐書》卷四十三志第二十三《職官志》：「凡男女始生為男黃，四歲為小，十六為中，

二十有一為丁，六十為老。」6文本雖有些許差異，但是，合理推論得知黃男應為出生至三

歲、小男為四至十二歲、中男應為十三至十五歲、丁男應為十六至六十歲、老男應為六十

六歲以上。另，此題所談論的人口數當不是實際人口數，據前引《通典》：「燉煌，戶二千

二百三十七，口八千七百五十六。」原因可能有三個，一是題目數據容易計算；二是誇示

作用；三是作為學生練習大數目的教材。 
(2) 營造工程問題 
    營造工程相關問題有第三、四、五、十一、十三題，共五題。以殘卷中第三題有「營

                                                 
1 李儼論定P.2667 為唐代作品，經郭正忠考訂後，確認應為北朝算書，見郭正忠，〈《甲種敦煌算書》的考校

與釋補〉，《自然科學史研究》，21（北京，2002），頁 1。 
2 根據陪葬的《曆譜》的最後一年（亦即西漢呂后二年，公元前 186 年）記載，它的問世不會晚於當年，換

句話說，距今（2008 年）最少 2194 年。引自洪萬生、林倉億、蘇惠玉、蘇俊鴻，《數之起源－中國數學史

開章《筭數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2006），頁 27。 
3 轉引郭正忠，〈《甲種敦煌算書》的考校與釋補〉，《自然科學史研究》，21（北京，2002），頁 1。 
4 轉引李儼，〈唐代算學史〉，收入氏著《中國算學史論叢》（台北：正中書局，1954），頁 34。因術曰文字敘

述過長，故省略。 
5 《晉書》，［唐］太宗御撰，何超音義（北京：中華書局，1965），頁 790。 
6 《舊唐書》，［五代］劉昫等撰（北京：中華書局，1975 年點校本），頁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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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部第七」為例說明，如圖五所示。文本如下： 
    今有塹廣八尺，下無廣，深八尺，長七百卅五尺，問千尺為一方，凡得幾何方？曰：

廿三方，不盡五百廿尺。 
    □術曰：先張長七百卅五尺，深次，廣八尺，半之，得四尺，以四尺乘之，得二千九

百卌尺，深八尺乘之，得二萬三千五百廿，以一千尺於下除之，即得。7

 

 
圖五  敦煌算書 P.2667 

     

現今解法為
1735 8 8 23520
2

× × × = ，後得 23520 1000 23.52÷ = （方），如圖六所示。這

種「塹（堵）」形狀的數學試題在中國數學史是常見的，徵驗於《九章算術》第五章〈商

功〉第十四問：「今有壍堵下廣二丈，袤一十八丈六尺，高二丈五尺。問積幾何？荅曰：

四萬六千五百尺。術曰：廣袤相乘，以高乘之，二而一。」8另將此「塹（堵）」形狀翻轉，

是不是類似圖七？據蕭默《敦煌建築研究》中的論述，闕是中國常見的建築形式，中國古

代建築中從東周到漢朝，闕的類型主要為宮闕、城闕、墓闕、廟闕；而從隋唐到明清，宮

闕的建築進入成熟與發展階段，9也難怪乎中算史對於「塹（堵）」形狀的數學試題是屢見

不鮮的。 

                                                 
7 轉引李儼，〈唐代算學史〉，頁 35。 
8 錢寶琮點校，《九章算術點校》（台北：九章出版社，1991），頁 108。 
9 蕭默，《敦煌建築研究》（北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 9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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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735

廣8

深8 

 
圖六  敦煌算書 P.2667 營造部第七示意圖 

 

 
圖七  蕭默《敦煌建築研究》中的闕形龛圖 

 
(3) 軍事設施問題 
    軍事設施相關問題有第二、六、七、八、九、十題，共五題，如圖八所示。此類題數

與營造工程題數相同，並列P.2667《甲種敦煌算書》的兩大特色。第二題：「今有馬七萬八

千九百八十五疋，三萬二千三百廿三疋上馬，日給粟五升，二萬四千三百卌一疋中馬，日

給粟四升，二萬二千三百廿一疋下馬，日給粟三升，問前件三等馬一日，十日，一月，一

年之食粟各幾何？」10屬於馬匹糧食問題，因為糧食對於戰爭整備的後勤工作至關重大。

第六題：「今有城周迴七里廿五步，欲豎鹿角柎，11三尺立一根，問凡幾何根？」12屬於軍

事設施問題，當敵人來襲時，此鹿角必定能發揮適當的防禦功效。第七題：「今有綿七千

                                                 
10 轉引李儼，〈唐代算學史〉，頁 34-35。 
11 「柎」是器物的底座。如：「鼓柎」､「鐘柎」。參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http://dict.revised.moe.edu.tw/index.html。 
12 轉引李儼，〈唐代算學史〉，頁 36。 

http://dict.revised.moe.edu.t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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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廿六斤，欲造袍，領別用綿八斤，問物合著綿得幾領？」13與第八題：「今欲造袍一千

八百九十二領，凡別用紫、帛各三丈五尺，問物紫、帛幾何？」14兩題均屬於軍事補給問

題，從綿與袍的數量得知，此等用途當以戰士為主。第九題：「今有城周迴十八里，四面

有門，門有二樓；又四角，角有一大樓，一十五小樓，廿步置一弩，卌步置一方粱，六十

步置一石車，五步置一鉤，一大樓上著卌人，一小樓著廿人，弩著三人，一方粱著八人，

石車置廿人，一鉤置二人，又欲一步著戰士一人，問凡用兵幾何？」15題目中弩、方粱、

石車、鉤當是戰爭武器，而此數學問題的解答正好是兵力部署配置的結果。第十題：「今

有四王各領九軍出征，一軍有儀同，欲使二人共馱，三馱共火，四火共帥，五帥共將，六

將共一都，七都督共一營主，八營主共儀同，問合得幾何？」16此題目呈現南北朝時期特

殊的軍職制度系統，是研究官制的好題材，同時據郭正忠先生的論述「儀同」是「儀同三

司」的簡稱，而以「儀同」為戰爭統帥最頻繁時期，當為北魏末與西魏時期。17

 

 
圖八  敦煌算書 P.2667 

                                                 
13 轉引李儼，〈唐代算學史〉，頁 36。 
14 轉引李儼，〈唐代算學史〉，頁 36。 
15 轉引李儼，〈唐代算學史〉，頁 36。 
16 轉引李儼，〈唐代算學史〉，頁 37。 
17 郭正忠，〈一部失落北朝算書寫本〉，《中國學術》，2 總 6（北京，2001），頁 207-232。後收入氏著《數學

典籍索引秦漢至宋社會經濟史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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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積表》又名「步水畦解」，今存六紙（如圖十、十一所示），內容部份已佚，表後

抄錄廣順二年（即後周廣順二年，西元 952 年）。從表中可以迅速查出 10 步至 60 步之間

任意兩數的乘積，即田畝數。例如：一邊為 10 步，另一邊為 20 步，乘積半畝八十（步），

換算可知，一畝為 240 步，18此換算情形與《九章算術》相符。《九章算術》第一章〈方田〉

第一問：「今有田廣十五步，從十六步。問為田幾何？荅曰：一畝。」19這種《田積表》的

價值之所以重要，就是它在浩瀚的中國數學史的地位，可謂「孤本」，尚未有任何數學文

本與此類似。其功用很可能是當地的土地測量官，在進行土地交易或課土地稅時所使用的

查表工具，若使用此查表工具必定相當節省時間。此外，由於《田積表》所乘出的面積形

狀只有兩種：正方形、長方形（矩形），這也不禁令人聯想到敦煌的地理環境與社會背景

因素。若從地理因素而論，由於敦煌地區地勢平坦，20因此，規劃成正方形或長方形田地，

是十分合情合理的，不似《九章算術》有討論圭田（三角形田）、邪田（邪即斜）、箕田（梯

形）、環田、21宛田等，22《張邱建算經》有討論弧田。若從社會背景因素而論，由於敦煌

在隋唐時期乃至於五代，社會人口仍屬偏少結構，人們需要有效率地開墾土地與劃分土

地，才能在缺水的情形下達到最大經濟效益，因此，正方形或長方形田地的劃分，絕對是

適切的形狀。 

 
圖九  敦煌算書 P.2490，又名《田積表》 

 

                                                 
18 中國古算沒有平方單位的概念，因此，一畝為 240 步即一畝為 240 平方步。 
19 錢寶琮點校，《九章算術點校》，頁 11。 
20 參考陽際平，《北朝隋唐均田制新探》（長沙：岳麓書社出版社，2003），頁 166。 
21 參閱白尚恕，〈《九章算術》環田問題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4 卷 12（北京，1993），頁 324-332。 
22 參閱肖作政，〈“宛田＂非球冠形〉，《自然科學史研究》，2 卷 7（北京，1988），頁 1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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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敦煌算書 P.2490，又名《田積表》。 

(1) 進位制 
    敦煌算書S.0930《立成算經一卷》（如圖十一所示）中關於進位制：「凡數不過十，名

不過萬，故萬萬即改。一、十、百、千、萬、一萬、十萬、百萬、千萬、萬萬曰億。一億、

十億、百億、千億、萬億、十萬億、百萬億、千萬億、萬萬億曰兆。一兆、十兆、百兆、

千兆、萬兆、十萬兆、百萬兆、千萬兆、萬萬兆曰京。一京、十京、百京、千京、萬京、

十萬京、百萬京、千萬京、萬萬京曰該……」23上引文呈現兩種進位方式，一是十進位制：

「一、十、百、千、萬、一萬、十萬、百萬、千萬、萬萬。」另一則是萬進位制：「萬萬

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萬萬京曰該、萬萬該曰梓、萬萬梓曰讓、萬萬讓曰溝、

萬萬溝曰間、萬萬間曰政、萬萬政曰載、萬萬載曰極。」這些京、該、梓、讓、溝、間、

政、載、極等萬進位制的單位，顯然是受到佛教文化的影響，因為敦煌文化在吐蕃統治時

期佛教是一枝獨秀，摩尼教是吐藩公開禁止的宗教，同時在敦煌文書中關於景教文物也僅

見兩個十字架與一段占卜文而已，此刻的沙洲的僧尼寺院從 13 所增至 17 所，而僧尼數也

從 310 人增至數千人。24另外，敦煌算書S.0663《算經》寫於佛經《妙法蓮華經》的背面，

又一例證說明佛教文化與敦煌算經的密切關聯性。因此，這個佛教文化特色，也凸顯敦煌

算經有別於其他中國算經。 

                                                 
23 轉引李儼，〈唐代算學史〉，頁 41。 
24 引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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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敦煌算書 S.0930，名《立成算經》 
(2) 長度與面積單位 
    關於長度單位載於《立成算經》一卷：「度之所起，起於忽，忽從蠶口吐絲為一忽，

忽者，專心之拔也，十忽為一絲，十絲為一豪，十豪為一釐，十釐為一分，十分為一寸，

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四丈為一疋□五丈為一端□十丈為引□方丈曰堵，五尺曰步，六

尺為尋，七尺為常，八尺為仞。25」26顯而見知，除了少部分之外，大部分的長度單位換算

為十進位制。而面積單位載於《立成算經》一卷：「二百卌步為一畝，一百畝為一頃。」27

上兩段引文與《孫子算經》卷上：「度之所起，起於忽，欲知其忽，蠶吐絲為忽，十忽為

一絲，十絲為一毫，十毫為一厘，十厘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

十丈為一引，五十尺為一端，四十尺為一疋，六尺為一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三百步為

一里。」28比較《立成算經》與《孫子算經》關於長度與面積單位換算可知，是屬於數學

術語中的「高度正相關」。 
(3) 重量與容量單位 
    敦煌算書S.0930《立成算經一卷》中關於重量單位：「秤尺權衡，十黍為叅，十叅為銖，

                                                 
25 關於幾尺為一仞？眾說紛紜，或可參考吳（承）洛，《中國度量衡史》，收入王雲五、傅緯平主編，《中國

文化史叢書》7（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頁 87 的一段論述：「僅《孔叢子》有『四尺謂之仞』之文。

《周書》云：『為山九仞』，孔安國注云：『八尺曰仞』，鄭玄注云：『七尺曰仞』；《論語》：『夫子之牆數仞』，

朱子註云：『七尺曰仞』，《孟子》：『掘井九仞』，朱子又註云：『八尺曰仞』」。 
26 轉引李儼，〈唐代算學史〉，頁 41-42。 
27 轉引李儼，〈唐代算學史〉，頁 42。 
28 轉引李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瀋陽﹕遼寧教育出版社，1998），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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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四銖為兩，十六兩為斤，卅斤為鈞，七十斤為石。」29值得注意的是王莽嘉量有度量權

三種，其中關於權量有〈五權之分銘〉：「律權石，重四鈞。律權鈞，重三十斤。律權斤，

重十六兩。律權兩，重二十四銖。律權銖，重百叅。」30與《立成算經》一致，但次序倒

寫。 
    敦煌算書S.0930《立成算經一卷》中關於容量單位：「六粟為圭，六十粟為撮，六百粟

為抄，六千粟為勺，六萬粟為合，六十萬粟為升，六百萬粟為斗，六千萬粟為石。」31另

P.3349 云：「方一尺，深一尺六寸二分受一石。」32亦與王莽嘉量：「積千六百二十寸，容

十斗。」33

(4) 金屬密度（Density）： 
    敦煌算書S.0930《立成算經》出現金銀銅鐵的密度單位，文本云：「金方寸為斤，銀方

寸為一十二兩……銅方寸為八兩……鐵方寸重六兩。」34無獨有偶的是《孫子算經》在卷

上載：「黃金方寸重一斤，白金方寸重一十四兩……銅方寸重七兩半…鐵方寸重六兩。」35

今將《立成算經》與《孫子算經》對比表格如下： 
 
 《立成算經》 《孫子算經》 實際密度 
金 17.56 17.56 19.3 
銀 13.92 16.24 10.50 
銅 9.28 8.7 8.93 
鐵 6.96 6.96 7.86 
     

這些金屬密度用來日常生活中，最常見於使用天平來進行買賣交易，如圖十二所示。

據考古資料得知，天平的使用在三國時代已經出現，到了南北朝時，已經有提繫桿秤，這

種提繫桿秤的作法是將銅或鐵置於支點的一側，而被測物置於支點的另一端，在力臂上移

動，當達成平衡狀態（即不動時），便可利用銅或鐵密度乘上體積為其重量的概念，來估

算被測物的重量。36除了天平，由於魏晉南北朝戰事頻仍，因此，武器與盔甲的製作需求

極大，對於金屬性質的研究與認識有了充足的必要條件，例如：北魏酈道元《水經注》卷

二〈河水〉條：「釋氏《西域記》曰：屈茨北二百里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煙。人取此

山石炭，冶此山鐵，恆充三十六國用，故郭義恭《廣志》云：龜茲能鑄冶。」37其中，「屈

茨」與「龜茲」為古西域地名，由《立成算經》、《孫子算經》所呈現銅、鐵密度與現今實

際資料相去不遠，或也可推論當時鑄冶的技術高超。 

                                                 
29 轉引李儼，〈唐代算學史〉，頁 48。 
30 轉引吳洛，《中國度量衡史》，頁 169-170。 
31 轉引李儼，〈唐代算學史〉，頁 47-48。 
32 轉引郭書春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數學卷（一）》（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頁 1-412。 
33 轉引吳洛，《中國度量衡史》，頁 169。 
34 轉引李儼，〈唐代算學史〉，頁 48。 
35 轉引李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頁 222。 
36 參考王進玉主編，《敦煌科學技術畫卷》，收入段文杰主編，《敦煌石窟全集》（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

頁 12。 
37 轉引曾雄生、徐鳳先、傅海倫，《中國科技史》，收入劉如仲、李澤奉主編，《中國文化史叢書》（台北：文

津出版社，1998），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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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金銀的作用為何？據《隋書》卷二十四志第十九《食貨志》提供資料：「河西諸郡，

或用西域金銀之錢，而官不禁。」38可知敦煌地區的交易方式部份可能以金幣、銀幣代替，

西域地區考古出土的薩珊銀幣就是最好的證據。39

 

 
圖十二  用橫桿固定的天平。40 五代  莫 61 南壁 

    英格蘭地質學家萊爾 (Charles Lyell, 1797-1875) 在《地質學原理》(Principles of 
Geology)一書中曾說：「現在是通往過去的一把鑰匙」(the present is key to the past)，筆者倒

想加入一句話﹕「過去的歷史背景給現在開了一扇窗」。從敦煌算書的文本看來，敦煌算

書可能是由中原地區攜帶過去的算學資料，算書中實用的數學計算無意間成為官員的操作

手冊或學生學習數學的教材，間接促進中原與西域間的文化發展，文本的魅力是吸引研究

者產生對敦煌當時風貌的重新詮釋，這些算書的歷史價值在於開啟研究域外中國算學的另

一扇窗，這可能也是當時攜帶文本的人所始料未及的。從算學的發展歷史看來，文本的價

值與特色與考古資料的不斷更迭，成為數學史研究的關鍵，其一即解釋敦煌算書的算學特

色，其一是考古資料的出土更成為直接證據。所以，敦煌算書雖然卷數少，但卻是研究中

國數學史所不能或缺的主幹，這種歷史價值的意義，是不會隨著時間的流逝而消失的。 

                                                 
38 《隋書》，［唐］魏徵、令狐德棻撰（北京：中華書局，1973 年點校本），頁 691。 
39 參考新疆出土薩珊銀幣分類表。姜伯勤，《敦煌吐魯番文書與絲綢之路》（北京：文物出版社，1994），頁

30-31。 
40 王進玉主編，《敦煌科學技術畫卷》，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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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s and Narrative) 

本文的目的，是對數學與故事進行深入的比較，並主要於強調兩者之間，常為一般人

所忽略的相似性，而非差異性。數學定理、證明與故事的形式在某些方面是類似的，作者

在文中整合了過去學者們早已注意到，那些關於證明與故事的相似性，以對「定理和證明」

與「小說和歷史故事」進行比較。 
首先，作者提出故事的各種特徵，最基本的便是關於角色的設定與不同場景之間的關

係。而故事通常以「從前……」等某種信號拉開序幕，最後，則以諸如「他們從此過著幸

福快樂的日子」作結。 
故事的內容並非一連串任意的敘述，而是隨者某些外在原因與角色本身的意圖而發

展，讀者的邏輯與想像力同時得到激發，並且，所有的事件並非都同等重要。故事可被應

用到真實世界，而小說並非著重在對事實精確的報導，反而是對一些重要意義的揭示。故

事同時具有重要而普及的特性，許多小說或歷史人物往往更是家喻戶曉。 
    再者，作者對於故事與數學證明，提出以下的比較與類比： 

當我們進行數學證明時，我們首先假設某些討論的對象，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這類

比了從一個已知角色出現開始說故事。數學主要透過邏輯演繹產生數學物件之間的關係。 
   小說與歷史關注於角色之間的重要關係，意外、巧遇或其它事件可任意加入，然而，

在數學中，數學物件之間的關係精確，歸因其它關係往往是錯誤的。 
數學的邏輯結果與故事的發展結果之間，也具有類比關係。故事的發展在於外在原因

與人物的意圖，而數學則透過演繹，並以「若……則……」等數學慣用敘述連接。然而，

故事與數學中的想像 (imagination) 與演繹是截然不同的，如果不了解為何數學事實形成

的方式，幾乎無法進一步學習。 
故事與數學中的想像 (imagination) 與演繹推論亦是有趣的比較，在數學中，想像是

為瞭解結論為何被蘊含，而在故事中，演繹推論是為認識所想像的對象以及故事如何呈現。 
故事處理的是最終的特例 (ultimately special cases)，數學家則對他們所發現模式之特

例感興趣。 
我們常以某種方式把證明視為一個整體，同時，也用另一種方式把故事視為一個整

體。由於故事與證明都是線性 (linear) 發展的，我們可以如同倒敘法一般，使用「引理」

來進行不同順序的數學證明。 
我們能接受對於一個神話中角色的不同故事，同時，我們也歡迎對於相同數學結果的

不同證明。 
最後，回到數學的應用性與真實性。諸如數學物件與數學定理，都能如同故事般地被

應用，而數學的事實(亦即有效的推論)也類比了故事之中的事實。好的數學概念，可用之

證明某些事，最好的故事，則具有不同方式的啟發力量。 
數學與故事的比較，比起音樂與詩的類比而言，更加深刻且廣泛，數學證明與故事都

是從相關假設，產生出一連串後續結果的不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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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作者期望本文能刺激數學社群進一步的討論與論辯。 
 
附記：本摘要的原文為 Thomas, R. S. D. 2002. “Mathematics and Narrative.” The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r 24(3): 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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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啟哲（武漢國中） 徐梅芳（新坡國中） 郭志輝（內壢高中） 程和欽 (永豐高中)、 
鍾秀瓏（東安國中） 陳春廷（楊光國民中小學） 

新竹縣：洪誌陽、李俊坤、葉吉海（新竹高中） 陳夢琦、陳瑩琪、陳淑婷（竹北高中）  
洪正川（新竹高商） 

苗栗縣：廖淑芳 (照南國中) 
台中縣：洪秀敏（豐原高中） 楊淑玲（神岡國中）  
台中市：阮錫琦（西苑高中） 歐士福（國中） 
嘉義市：謝三寶（嘉義高工）郭夢瑤（嘉義高中）  
台南市：林倉億（台南一中）劉天祥 邱靜如（台南二中） 
台南縣：李建宗（北門高工） 
高雄市：廖惠儀（大仁國中）歐士福（前金國中） 
屏東縣：陳冠良（枋寮高中）楊瓊茹（屏東高中）陳建蒼（潮州高中） 
澎湖縣：何嘉祥（馬公高中） 
金門：楊玉星（金城中學） 張復凱（金門高中）  
馬祖：王連發（馬祖高中） 

附註：本通訊長期徵求各位老師的教學心得。懇請各位老師惠賜高見！ 

mailto:suui_hui_yuu@yahooyahoo..com.tw
mailto:��Z��e-mail��suhui_yu@yahoomail.topspeed.co
mailto:��Z��e-mail��suhui_yu@yahoomail.topspeed.co
http://math.ntnu.edu.tw/~hor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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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必須承認，我不是推理小說迷，推理小說看得並不多，所以，沒有辦法從文

學的角度，真正地來分析數學在推理小說中扮演的角色或地位。這一篇文章只是我以身為

學過數學者，看了某些推理小說的心得而已。 

再者，我會興起寫這樣的一篇文章，源自於看了日劇「偵探伽利略」（福山雅治主演，

日本富士電視台），並且更進一步去看了東野圭吾的原著小說「伽利略」系列，包括《偵

探伽利略》、《預知夢》與《嫌疑犯 X 的獻身》等。其中，尤其是《嫌疑犯 X 的獻身》，看

完了以後，我大為驚豔，覺得這完全就是一本按照數學證明邏輯寫成的小說嘛！東野圭吾

大學念的是理工，所以，他的小說中有理科元素（包括科學與數學）不足為奇。不過，在

日本推理小說中融入理科元素的，還有另一位作家森博嗣，他身為工學院的副教授，因此，

他的推理小說也常有理科的元素包含在內，他的作品《不會笑的數學家》，則有某些數學

元素包含在內。 
我這一篇文章主要根據上述提及的幾部小說，從我這麼一個大學數學系出身、現任高

中數學教師與讀者的身份，分享一點我的看法。 

東野圭吾 1958 年出生，大學畢業後先進入汽車零件製作公司擔任工程師。1985 年以

《放學後》得到「江戶川亂步獎」後，1不久即辭掉工作，專心創作小說，於 1999 年以《秘

密》獲得日本推理作家協會獎，並於 2006 年以《嫌疑犯X的獻身》獲得直木獎以及本格推

理小說大獎。東野圭吾是個多產的作家，寫作風格多變多樣，例如台灣觀眾較為熟悉的日

劇《白夜行》，即是改編自他的小說。而由於理工出身的背景，使得他相較於其他作家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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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易駕馭以科技、科學為主軸的題材，例如利用運動科學的《鳥人計畫》（1989）、生物複

製技術的《變身》（1991）等等；而其中以湯川學這個天才物理學家以及物理系副教授為

主角的系列推理小說，更是利用物理知識，以讓讀者相當容易瞭解的實驗方式，來破解一

系列看似詭譎、超自然現象的案件。 

東野圭吾的「湯川系列」小說，目前有三本：《偵探伽利略》、《預知夢》與《嫌疑犯X
的獻身》。2這一系列小說以天才物理學家湯川學以及他的刑警好友草薙共同解謎辦案為主

軸。在《偵探伽利略》、《預知夢》中，藉由湯川學以物理知識破解各種看似超自然現象的

謎題，例如自燃、靈魂出竅、預知、鬼屋以及讓死者心臟麻痺的神秘凶器等等，這些古典

推理小說中由於無法解釋而不能碰觸的謎團，東野圭吾藉由本身豐富的科學知識背景，巧

妙地設計簡明易懂的實驗方式解謎，以吸引讀者的目光。 
對我而言，這兩本書除了內容吸引我之外（說實話，其實是因為福山雅治主演的日劇

的關係），另外，我比較有興趣的是他為何會取名為「偵探伽利略」？偵探當然是為了解

謎，然而為何是伽利略？有何意涵？可惜的是，在書中並沒有提及，僅有草薙向別人介紹

湯川學時說「人稱伽利略大師」而已。在《偵探伽利略》（中文版）這本書的封面介紹詞

中，3提到湯川「以伽利略般追根究柢的精神」解決迷團，並加上愛因斯坦的一句話「我認

識的伽利略精神，是向任何以權威為基礎的教條展開熱烈戰鬥。」這不禁讓我想到一個問

題，對學科學的人來說，「伽利略」這個人物代表什麼？ 
就我對科學史的粗淺瞭解，在十七世紀初，研究物理學的一般還稱為「自然哲學家」，

然而，到十七世紀末，由於伽利略的影響，在科學學會中，物理學的研究已被轉換到所謂

「實驗家」的手中。伽利略首先將物理學的研究從「哲學」的糾纏限制中解放出來，並以

數學的形式來展現他的物理研究成果。東野圭吾對科學史的瞭解有多深，我們不得而之，

然而，在這一系列的主角湯川學身上，確實可以感受到「伽利略」這個人物所形塑出來的

一些人格特徵，例如碰到不解的謎團時，追根究底的研究精神；並以實驗的手法驗證與告

知一般普羅大眾（包括他的刑警好友）他的結論的正確性；以及堅持以科學為依據地來解

釋某些看似超自然的現象。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理科，尤其是數學的學科特色，通常是理性的，不帶感情、有條

理的分析事物，這一點，東野則巧妙地以本格推理小說的形式，並以他簡潔、洗鍊的寫作

風格，讓讀者可以在閱讀時，一再地感受到「理科」的這種帶點冰冷的理性秩序的推理形

式。所謂的「本格推理小說」，指的是推理小說寫作的一種風格，讓讀者和書中的「偵探」

站在同一平面，以解決謎題為主。在《偵探伽利略》與《預知夢》這兩本短篇中，東野通

常不對犯罪者的心態或背景多做著墨，4彷彿以旁觀者的角度在敘述事件，純粹以解謎為

主，讓讀者在閱讀時，可以體會如同在作科學觀察一般：發現問題，提出解釋，並以實驗

加以驗證。同時，這兩本書中所提到的物理知識，以及他簡明易懂的解釋方式，使得這兩

本書中的物理知識內容，已經可以媲美一般的科普書籍。例如在《偵探伽利略》中的第一

篇「燃燒」中，不良青少年頭頂忽然起火燃燒，看似自燃現象，其實是雷射光的作用，先

是用了氦氖雷射光調整路線，再以高能量的二氧化碳雷射起火燃燒；又例如在「脫離」這

一篇，東野讓看似靈魂出竅的靈異事件，找到非常合理的科學解釋（其實是空氣冷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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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海市蜃樓）。 
X

 相較於前兩本用物理寫成的推理小說，《嫌疑犯 X 的獻身》可說是用數學寫成的小說。

與前兩本不同的是，本書中並沒有看似不可思議，讓人不解的謎團，本書一開始不久，犯

罪者就把被害者殺了。因為讀者一開始就知道犯人是誰了，因此，本書的謎則來自於如何

將犯罪者定罪。書中的主要人物石神是一位高中數學老師，暗戀他的鄰居靖子，因此，當

靖子母女失手將靖子的前夫殺死之後，石神挺身而出，為靖子設計一連串能讓她脫罪的巧

妙計謀。隨著一具有靖子前夫身份證件的屍體被發現，刑警草薙展開了調查。這本書的主

軸，就在於石神運用了數學訓練賦予他的邏輯思考，設計了一個問題讓警方解決，而草薙

與湯川又要如何隨著事證與線索的發現，運用邏輯推理能力「證明」他們心中的嫌疑犯真

的犯下罪行。東野一開始就把這本推理小說的解謎活動定位在邏輯思考，因此，石神對靖

子說：「一切交給我的邏輯思考」；而相對的，湯川一出場即對草薙說了：「受不了你毫無

邏輯的思考方式。」 
 邏輯是數學的一部份，因此，我們可以把「運用邏輯思考解決謎題」當成是數學活動

的一種。當然，如果同意這一點的話，那麼，本格推理小說都可說是融入了數學的元素在

內。然而，《嫌疑犯 X 的獻身》所包含的數學元素與數學本質，遠超過一般的推理小說。

就我個人的觀點，這本書本身就是一個數學命題的證明。「利用已知事證，證明靖子為殺

人犯。」就像我們在作數學證明題一般，利用已知條件，一步步推理得到結論。例如，發

現屍體以及身份證明，進一步找上關係人靖子母女，再查證她們不在場證明等等。而本書

更高明的是，利用石神這個天才數學家的身份，設計了這個數學證明題，讓警方以為他們

的問題主要在於瓦解靖子母女的不在場證明。 
 在書中，藉由石神和湯川的對話，讓許多的數學以及學習數學的本質問題一一浮現，

並把這些數學本質上的問題，巧妙地融入書中的解謎活動中。例如，石神和湯川久別後再

相聚時，湯川拿著一篇反證黎曼猜想的論文給石神檢查時，帶出這個問題：「對於數學問

題，自己想出答案，和確認別人說的答案是否正確，哪一種比較簡單或是困難到何種程

度？」東野讓這一個問題與整本書的主軸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他在書中藉由石神這個數學

家提到： 
數學很像尋寶，必須先看清該從哪一點進攻，思索通往解答的挖掘路徑，然後按照計

畫逐步擬定數式，得到線索。如果什麼都沒得到，就得更改路線。只要這樣埋頭苦幹，

有耐心、但卻大膽地走下去，最後就能找到從未被人發掘過的寶藏—也就是正確解答。 

如果用這個比喻，那麼檢證別人的解法，就好像只是沿著別人挖掘的路徑前進，感覺

上似乎很簡單，但是實際上並非如此，如果沿著錯誤路線前進，找到假寶藏作出某種

結論，有時要證明那個寶藏是假的，會比尋找真正的寶藏更困難。 

再者，東野利用石神是個數學教師的身份，藉由石神在學校出的數學考題，點出本書

所設計的謎，來自於我們學習數學時的一個完成重要成就的突破點。它在於我們能否突破

自身自以為是的盲點。石神對草薙說他的考題通常針對一般人自以為是的盲點出題，以為

是個幾何問題而拼命朝那個方向解題，然而，其實是個函數問題；同樣利用這一點，石神

出給警方的問題，也是針對警方自以為是的盲點，看到有身份證明的屍體（五官被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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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為一定是證件所顯示的那個人，而拼命去想如何瓦解關係人的不在場證明，因而走岔

了證明路徑，使得石神設想的完美犯罪可能得以實現。另外，在此書最後，石神向警方提

出一個解答，即是自首，連犯罪動機、凶器什麼的都一一供出，再留給警方去判斷他提出

的這個答案是否正確，同樣扣緊了這樣的數學本質。 
本書帶給讀者的樂趣，就如同數學一般，除了自己解得真正答案的樂趣之外，還有另

一層樂趣在於驗證警方的邏輯推理是否有誤，依循警方的邏輯推理得到什麼結果？同時讚

嘆石神這個天才數學家，緊緊捉住警方辦案時的邏輯思考盲點，若非遇上十分瞭解石神思

考模式的湯川，或者是說擁有同樣理科所訓練出來的邏輯思考模式的湯川，他應該能夠達

成幫靖子母女脫罪的目標吧。 
 數學在這本書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可以說是構成本書的精髓所在。東野的小說常有

一種理科所訓練出來的冷靜與簡潔的風格，充滿理性的秩序感，至少就我所看的湯川系列

是如此。尤其是《嫌疑犯 X 的獻身》，東野在本書中更呈現出數學所特有的從最簡單、最

單純的想法出發，再一口氣將問題複雜化的形式，就如同上述的東野利用數學學科的本

質，設計了推理小說中的謎與解謎的過程一樣。然而，這本小說之所以榮獲那麼多獎項，

受到那麼多讀者的青睞，更由於東野將數學的理性冰冷，交織著帶有悲劇色彩的純愛浪

漫，藉由愛所帶給數學家的激情，讓數學家願意奉獻所學、甚至獻出道德良心與生命，獻

身成就他所愛之人的幸福。在數學中的「X」通常代表未知數，然而，東野在書名中所用

的「X」又代表何意？是原本支撐石神生命的數學？還是對愛情悸動的未知？不過，應該

也有許多讀者認為只是單純的嫌疑犯的未知而已。 
 在東野的湯川系列小說中，我常看到他藉由人物的身份背景或是行為，很簡單卻能切

中要害的討論一些社會問題。同樣身為一個高中數學教師，在這一本書中，在石神身上我

看到了數學教育所面臨的問題與困難。例如，學生常會問到的學習數學到底有什麼用？學

校的考試制度能夠讓學生對數學的本質學習、瞭解多少？石神在回答學生所問的學習微積

分有什麼用之後，面對學生的質問，他提供了一個數學教師們可以參考的回答： 
我現在教你們的，只不過是數學這個世界的小小入口，如果不知道那是在哪裡，自然

也就無法進入。 

在日本的推理小說中，同樣融入數學元素的，還有森博嗣的《不會笑的數學家》。比

較這兩本書，就可以發現，作者對數學的看法或是對數學本質所持有的意識型態，會影響

他在小說中使用的數學元素內容與呈現方式。例如在《不會笑的數學家》中出現的數學家，

主角犀川問他認為數學是什麼？他回答：「數學是一種遊戲規則」。在整本書所使用的數

學，也就充滿了這種意識型態的影響。他在書中常常藉由主角強調「能夠定義就是存在」，

因此我們習以為常的左右，實際上是一種定義問題，習慣出入的門，也不見得就叫前門，

也出現像是何謂一個圓圈的內外，甚至是自己的存在等等這種挑戰我們習以為常習慣的

「數學規則」。 
這本推理小說的謎，主要在於不可能移動的銅像卻消失了，以及不可能陳屍在戶外的

屍體，而解謎的主要關鍵就在於建築物的設計。森博嗣在此書中設計的建築物是一棟點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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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的建築物，利用讓人察覺不到的旋轉就可將左右、前後門對調，進而就可使得在出入口

的銅像「消失」（只是看不到而已，實際上一直都另一個出入口的地方）。因此，要解謎的

話，只要能夠察覺這一點即可。然而，數學在此書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僅止於此，書中雖

然還會提到一些數學題目，例如「兩個 10 與兩個 4 如何將這四個數字排序後計算（加減

乘除）出來的結果是 24」。書中的這些題目對結構或是情節並沒有影響，我覺得刪掉的話

也沒什麼差別，作者只是想要藉此顯現出兩位主角（尤其是女主角萌繪）對計算的靈敏度

而已。不過，較值得讓人玩味的是，作者在本書的每一章節開頭，引用了P. J. Davis與R. Hersh
的《數學經驗》(Mathematical Experience) 中的詞句。我嘗試著去思考他引用的目的與譬

喻，不過可能資質不夠，我覺得實在有點晦譅難懂。5

同樣是利用數學設計謎題的推理小說，東野圭吾在《嫌疑犯 X 的獻身》中，巧妙地將

數學的本質融入整本書的結構，每個地方引用或出現的數學元素與整本書的情節或人物性

格息息相關，緊緊相扣。而森博嗣在《不會笑的數學家》中，同樣也用了數學元素設計本

書的謎與解謎關鍵，雖然有些地方的引用較為花俏不實在。看來數學的訓練能夠讓我們在

閱讀推理小說的同時，除了更容易欣賞作者的佈局之外，也比一般讀者夠能享受解謎的樂

趣，以及更深一層地從數學的角度去深究作者在表象的文字之外，所欲表達的更深一層的

含意，不過，作者對數學的意識型態的不同，有可能讓我們找不到就是；如果可能找得到，

如同《嫌疑犯 X 的獻身》一般，那就會是一場值得細細品味，令人愉快的閱讀饗宴了。 

1. 「江戶川亂步獎」為日本以推理小說為主的重要獎項。 
2. 日本於 10 月已本系列的新作《伽利略的煩惱》。 
3. 日文版的封面並沒有以下的介紹詞。 
4. 雖然如此，東野仍然在某些章節做了社會性主題的探討，常常是簡短的敘述，但卻深刻。 
5. 從這本書的每一章的章名來看，看似本章內容和章名所提的數學概念有關，不過，實際

上沒什麼相關性，我覺得噱頭的成分大於實質意義。。 

東野圭吾 (2005).《偵探伽利略》，張麗嫻譯。台北：獨步文化。 
東野圭吾 (2007).《預知夢》，杜信彰譯。台北：獨步文化。 
東野圭吾 (2006).《嫌疑犯 X 的獻身》，劉子倩譯。台北：獨步文化。 
森博嗣 (2005).《不會笑的數學家》，劉華珍譯。台北：尖端出版社。 
陳國偉 (2006).〈邏輯的盡頭、純愛的神話〉，收錄於《嫌疑犯 X 的獻身》。 
洪萬生 (2008).〈優雅小品的伽利略〉，收錄於台灣數學博物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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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單位：國科會數學研究推動中心 
台灣師範大學數學系 

主辦單位：台灣師範大學數學系 
協辦單位：教育部九年一貫課程與教學數學學習領域輔導群 
          本校公館校區圖書館 
時間：2009 年 2 月 15 日（週日） 
地點：台灣師範大學公館分部國際會議廳 

研討主題 

‧ 百部數學普及書籍深度評論之總結 
‧ 小說（含數位與推理）中的數學與科學 
‧ 科普作家研究 
‧ 校園中的科普閱讀（含大學通識教育） 
‧ HPM 與數學普及 
‧ 數學繪本 
‧ 台灣數學博物館與數學普及 
‧ 數學史 / HPM 研究 

活動進行方式 

(1) 演講（預定講員與暫訂講題如議程）（各 30 分鐘） 
(2) 二樓攤位展示 

‧ 台灣數學博物館 
‧ 郭君逸，許技江：魔術方塊 
‧ 彭良禎、郭慶章：摺紙及其理論 
‧ 蘇俊鴻：畢氏定理 
‧ 蘇意雯：數學劇本如何編寫？ 
‧ 胡政德，黃俊瑋：GSP 
‧ 九章書店書展（其他如天下或遠見等等） 
‧ 中華教育協會 
‧ 林壽福：數學魔術成果展  
‧ 公館校區科普圖書展示 

(3) 科普作家與讀者相見歡：預備購買 50-80 本（每位作、譯者各 5 本），供最後一場抽獎。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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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師大分部綜合館（國際會議廳）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 
09:10~09:50 Lee, Sang-Gu（李相龜，韓國成均館大學數學系）：韓國數學普及書籍出

版現況與評論 
09:50~10:20 李國偉：題目待定 
10:20~10:50 林芳玫：兩本數學小說的比較：敘事分析於文學與數學教育的應用 
10:50~11:20 徐光台（清華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 歷史研究所）：科普閱讀與通識教育

11:20~11:40 鍾靜：中小學數學普及書籍閱讀之推廣 
11:40~12:00 洪萬生：百部數學普及書籍之評論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小說戲劇 

主持人：林芳玫 
演講者 
須文蔚（東華大學中文系）：當文學觸了電：台灣數位文學發展概論 
陳國偉（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知識移動與現代開化：台灣推理

小說的發展與歷程 
蘇惠玉：數學在推理小說中的角色扮演 

14:30~17:00 各國科普 
主持人：李國偉 
演講者 
城地茂 (Shigeru Jochi)：日本數學普及書籍出版現況與評論 
琅元 (Alexei Volkov)：俄羅斯數學普及書籍出版現況與評論 
徐義保：美國數學普及書籍出版現況與評論 
鄭振初（香港教育學院數學系）：香港與中國數學普及書籍出版現況與

評論 
博佳佳 (Charlotte Pollet, 台灣師範大學數學系博士生)：法國數學普及書

籍出版現況與評論 
17:00~18:00 通識 

主持人：徐光台 
演講者 
劉柏宏：數學本質與通識教育  
謝佳叡、英家銘（本系博士生）：台灣師大的數學核心科目教學與數學

普及閱讀 
18:00~18:20 閉幕：數學普及書籍抽獎 

 
 


